
壹、前言 
  一、計劃緣起 

佛經上記載，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司視、聽、聞、嚐、

觸等六種功能，一旦人們去除無明與障礙後，每個器官將同時具有六觸

功能，但佛經上也強調前述境界需智慧已開之人方能體會，一般俗世之

人甚難體會此奧祕之理。無獨有偶，寬頻、高速、封包化核心傳輸網路

技術的快速發展亦克服傳統載具功能品質之不足，使電信科技與資訊、

視訊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不同載具將可提供相同服務。幸運的是，我

們不需智慧大開，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及任何地點，皆可透過任何傳輸工

具，取得所需要之語音、數據及影像等之多媒體資訊服務。話說傳統上，

電信服務以語音通訊為主，無線通訊以提供行動通訊為主，網際網路以

提供數據通訊為主，而有線電視則以提供影音傳送為主。惟科技發展一

日千里，在電信方面，核心網路幾乎已完全採用數位化的幹線，例如

SDH、ATM 等；在迴路上也由傳統的類比電話線路，逐漸演進成 ISDN、

數位迴路(xDSL) 等，使通訊品質與效能以等比級數提升。在資訊科技方

面，由於數位化技術的發展，電腦儲存容量大輻提高，運算 能力及精確

程度提高、網路傳輸速度加快，使得電腦的應用日益寬廣，與其他產業

之關連性更是日益密切。而在視訊方面，數位化電視能夠提供高品質的

影音畫面以及數據傳輸，有線電視運用雙向光纖同軸混合線纜及線纜數

據機，可提供雙向多媒體服務，加速電信、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等產業

之匯流，使其在整合多媒體通訊應用上，有很好的發展基礎。 

國內四 C產業最近十年隨著世界通訊技術進步，形成蓬勃發展的局面。

如六十三家有線電視業者，其中三十三家業者已取得線路出租執照；取

得固定通信綜合網路、行動電話業務及衛星行動通信業務等第一類電信

事業總計有一 0三張執照；具有網際網路及其他加值服務執照之第二類

電信事業有二八六家。有線電視及行動電話之普及率高達百分之八十，

固定網路通信之普及率約百分之六十，電腦使用普及率約百分之三十,

前揭發展歷程，使我國成功地成為全球前十三名通信網路建設國家之

列；無線手機的普及率居亞洲之冠。Network Wizards最近公佈 2001年

1 月的全球主機數調查結果，台灣連網主機數排名世界第八，，位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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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第二。Nielsen//NetRatings2001/3/15發表的台灣家庭使用網路調查

結果，台灣的網路潛在人口在亞太地區，擁有第三大上千萬的網路人口，

而有效網路使用人口則僅次於日本、南韓及澳洲，可看出臺灣是亞太地

區的主要網路市場之一。(2001/3/30)NetValue 公佈全球各國網際網路

應用現況調查結果，台灣家庭連網率居全球第四。eMarketer(2001/3/30)

針對全球 29個主要國家的寬頻網路發展潛力進行評估研究，台灣的寬頻

網路發展居全球第 13名，亞洲第 5名。根據資策會 MIC於 2月 15日對

外發佈 2000 年台灣 B2C 電子商務交易金額統計數據資料，2000 年台灣

網路購物市場規模約為新台幣 39.52億元。前揭數據說明我國電信、傳

播媒體與資訊科技等產業匯流之發展，不僅突破科技限制並交出一張亮

麗之成績單，而四 C產業占整體國民生產額之比重已日趨加深。 

電信、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等產業之匯流及電子商務之發展，雖對整體

經濟發展及消費福祉潛在有很大助益，惟其正挑戰所有現行相關規範，

因為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電子商務，是以其傳統之傳輸網路或

平台的特性，而各有其不同之適用法律、主管機關及營運規範。在此種

分割管制環境下，電信、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等產業之匯流及電子商務

之發展，容易產生迴避規範及競爭者間不均等之競爭條件，而此又會扭

曲市場之競爭、損害技術與商業創新以及消費者福利。有鑑於前述問題

之重要性，本計劃將就四Ｃ產業跨業整合找出其可能面臨之管制問題與

競爭問題，勾勒四 C產業跨業整合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之原則，期能

為四Ｃ產業跨業經營鋪設一公平競爭之環境。 

二、考察英國之原因 
1、英國的資訊時代政策 

曾經領導世界工業革命的英國，在科學及工程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製藥、航太科技、媒體、娛樂業上具有世界級的水準，比起其他

歐洲國家英國更擁有優良的企業家文化。當今英國政府察覺網際網

路的蓬勃發展業使社會產生極大變化，企業活動無不深受資訊與通

訊科技的影響，資訊逐漸成為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素。英國政府將這

樣一個廣泛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社會稱為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亦即一般所謂的知識經濟、數位經濟的時代。全球即將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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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想要在此時代存活甚至領先群倫，就必須要有快速應變

以及持續不斷創新的能力。英國政府冀望資訊時代的來臨，可望使

英國再度引領歐洲國家，甚至成為全球的領導者。面對現狀，英國

政府將如何把國家帶入深富轉機的資訊時代呢？1998年 5月英國首

相提出「資訊時代是政府的願景」，自此，實現資訊時代便成為英國

政府施政的目標之一。同年 11月，由超過 30位跨國資訊科技與通

訊公司總裁組成之「資訊時代合夥工作小組」（the Information Age 

Partnership）對英國政府提出建議，此工作小組所提之建議直接影

響英國政府在數位經濟的相關政策。1998 年 12 月英國政府發表競

爭力白皮書” Our Competitive Future: Bench- marking the 

Digital Economy”，該書在”Building the Knowledge Driven 

Economy”’單元中，陳述了政府應當如何面對知識經濟所帶來的挑

戰。明確揭露英國要建構現代化、知識驅動之經濟體，在 2003年時

成為世界上最佳的電子化貿易場所…等未來願景。現代化政府是實

現資訊時代的重要一環。1999年 3月英國政府發表「現代化政府」

白皮書，書中承諾將另行公布政府部門的共通資訊科技策略

（corporate IT strategy），而該策略會將焦點放在公民和企業的

需求，以及鼓勵更多的選擇以存取公共服務。在此同時，英國首相

責成內閣辦公室的「績效與創新組」（th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of the Cabinet Office, PIU）提出一系列的建

議報告，用以協助確保英國成為數位領導者。1999 年 7 月資訊時代

政府推動委員會（Information Age Government Cham- pions）會議第

一次召開。有關前述政府部門共通資訊科技策略的擬定，即是交由

此委員會負責。1999 年 9 月英國首相任命貿工部小企業和電子商務

部長為 e 部長（e-Minister）（關於資訊時代議題直接向首相報告），

由其全權負責資訊時代政府的進程。並指示國務大臣（Minister of 

State）Lan Mc- Cartney 推動電子政府。任命 e 大使（設在內閣辦公

室之下，直接向首相報告）負責協調跨部門的政府活動，使達成「讓

英國成為世界上電子商務的最佳處所」這一目標。e 部長確保電子

商務活動有效的政治協調，e 大使則進一步承接邁向政府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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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所需要的管理和行政工作，這包含跨政府的電子商務活動和現

代化政府白皮書中所提資訊科技的部分。從以上這短短一年的時間

內英國政府的頻頻動作即可看出，英國政府極為用心在追求成為世

界上最佳電子商務貿易場所這件事上，不僅其立下的願景十分可

觀，連其做事的拼勁、效率，以及完整性都令人嘆為觀止。英國的

小型企業為數眾多，約略佔英國總企業家數的 99%。在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佔 99%，中型企業僅佔 1%。員工數低於 50 人的企業

歸為小型企業，員工數介於 51 到 500 人間的企業歸為中型企業。從

英國的資訊時代政策當中可以見到，其大多著墨於中小型企業的輔

導。會如此做之理由，主要是因為大型企業有較多的資源處理資訊

時代帶來的衝擊，但相較之下，中小型企業則無此餘力，因此最需

要來自政府的外力協助。而同樣是中小企業眾多、創新風氣不盛、

處於資本市場開放的我國，面對知識經濟、數位經濟的時代具有無

限的可能，值此電子商務、知識經濟蔚為風潮之時，也正是加緊腳

步、翻身跨入知識經濟、數位經濟時代的最佳時刻，參考英國政府

面對資訊時代所做的對策與行動，相信將對我國資訊經濟政策的擬

定有所裨益。 

2、電信自由化過程相似 

英國最初是由郵政總局(General Post Office;GPO)負責提供電信服

務，至一九八一年的電信法後，將郵政總局切割為郵局與英國電信

(BritishTelecommunications;BT)，由英國電信負責電信服務的提供，

授權國家貿易與產業秘書處發放執照給欲在英國經營公眾電信網的

業者，為電信產業引進競爭而先樹立雙頭寡佔(Duopoly)模式，成立

水星通信(Mercury Communications)與英國電信(BT)相競爭。一九八

二至一九八三年開放行動電話市場。一九八四 年電信法則創設一新

的獨立機構－OFTEL(The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負責監督

管理所有的電信業者(固網與行動通訊)，但資費部份則由貿易與產

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 Industry;DTI)管制；而無線通訊局

(Radiocommunications Agency;RA)則 負責管理無線電頻譜。一九九

二年開放了國際單一轉售(International Simple Resale;ISR)的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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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一九九六年，英國政府進一步解除 ISR 使用專線進行語音通訊

服務的限制，一九九七年英國政府發佈無線通訊白皮書，主張無線

電波執照發放方式將從原有的均一率(Flat-fee)行政體系， 變換成由

市場決定的機制(譬如頻譜拍賣)。英國電信市場解除管制之歷程，

係由政府部門經營，再將營業部門予以公司化、民營化及監理與營

業事項分離，同時進行逐步開放市場之程序。整體觀之，十分接近

本國電信自由化過程，其經驗足資我國借鏡。 

3、電信自由化成績斐然 

根據歐體執委會體檢英國實施成效，英國各階段時程均早於歐體要

求之期限，而與丹麥、芬蘭、瑞典並列為第一組群。 (2001/4/12) 據

最新出爐的 IDC 綜合報告，綜合電腦應用、資訊流通、網際網路運

用以及社會結構四項指標。電腦應用是以社會各不同區隔中，如學

校單位、政府部門、公民營企業等電腦裝置數為基準；資訊流通指

數則以無線電話、有線電視等訂戶數量決定；網際網路基礎環境指

標是由家庭與企業 Internet 用戶數與電子商務產值綜合計算產生，

而社會環境指標則人文取向較強，涵括國家總合教育程度，新聞自

由性，資訊開放度等各項因素，英國以國家政策計劃性推動資訊科

技的普遍應用；經由資訊工程的實際運用，以提高生產力與競爭力

的概念深入社會各階層；同時，以其人口稀少，社會同質性高，財

富平均，推動成效顯著，居於世界第六名！英國身為世界上最早實

施電信自由化的國家之一，在政府全力推動下，市場急速蓬勃發展， 

成效十分顯著，目前英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家大小電信公司經營非常

多元化 的電信服務。英國現在並擁有全球最大行動通訊公司－

Vodafone。根據美國電信地理公司調查，國際網際網路頻寬最大城

市前五名依序為倫敦、紐約、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及巴黎。倫敦

集中橫貫大西洋通往美國線路，同時連結歐洲主要城市，以每秒

18GB 超大容量擠下紐約奪得冠軍。Network Wizards3/29 公佈 2001

年 1 月的全球主機數調查結果，英國連網主機數排名世界第四，僅

次於美國、日本、加拿大。(2001/4/18)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 的

調查研究估計英國的經常上網人口排名全球第五名，經常上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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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二百六十萬人，一般上網人口一千六百八十萬元。(2001/3/8) 根

據 NetValue 於 2000 年 12 月該研究針對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與

西班牙等五個國家家庭上網的情形進行調查，直至 2000 年底的家庭

上網比例以美國(51.6%)領先，依序為英國(35.9%)、德國(29.2%)、

法國(19.6%)，最後為西班牙(15.6%)。(2001/3/21) 根據 NewWorld 

Commerce 和 Marketing Week 所做的一份調查，線上行銷已經成為

英國公司行銷策略的一部份。根據該調查，63%的受調查英國公司

已有電子行銷策略，廣告似乎是基本的行銷工具，有 85%的公司採

用網路廣告，直效行銷則緊追其後；近 2/3 的公司使用電子郵件行

銷，24%的公司則寄送電子報給客戶。顯然英國公司將日益關注線

上行銷，因為他是與客戶保持定期聯繫的一種快速、高成效比、互

動的、高效率方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網路稽核公司 E-Audit 針

對網路世界最有成長力的百大企業評比其「企業資訊的提供」「廣告

與行銷的功能」「企業產品資訊」「線上下單」「線上付費」「售後服

務」「易於使用與創新」等七項功能，在排名中列名第一為英國最大

連鎖超商 Tesco。麥肯錫 OC&C 公司依據電腦擁有率、網際網路使

用率、網路費率、消費者可支付能力及企業提供之服務等五項指標，

英國被評定為發展電子商務環境非常好國家之一。 (2001/5/28) 

EIU/Pyramid Research 發佈世界 60 個國家的電子化準備度的第二次

評比分析。該報告以連接度(Connectivity-30%)企業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20%)消費者與企業對於電子商務的接受度(E-commerce 

consumer and business adoption-20%)法律與規範環境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15%) 相 關 產 業 的 支 持 度 (Supporting 

e-services-10%)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基 礎 建 設 (Social and cultural 

infrastructure-5%)不同權重的六個構面來衡量世界各國的電子化準

備度:，將電子化準備程度分為四個等級(電子化準備程度為 0-10 的

分數，10 分為滿分)。這四個等級分別為: 第一級為電子化企業的領

導者(E-business leaders) 第二級為電子化企業的競爭者(E-business 

contenders) 第三級為電子化企業的追隨者(E-business followers) 第

四級為電子化企業的落後者(E-business laggards)英國位於第一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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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排名第三。全長七十英里、寬三十英里的歐洲矽谷蘇格蘭是外商

前往歐洲投資的主要門戶，吸引了全球約五百家電子廠商，從業人

數達四萬六千人，上、下游的供應商也都集中於此，「蘇格蘭歐洲矽

谷」已成為全球資訊產業聚集最多的高科技重鎮。英國政府於資訊

時代繳交之成績單令人嘆為觀止，相當值得我國學習。 

4、英國傳播政策為各國之表率 

英國之電視事業發展具有長久之歷程，其以「公共服務」概念發展

出的電視系統(BBC)曾先後被多國仿效如法國 RTF 義大利 RAI德國

ARD 加拿大 CBC 澳洲 ABC 日本 NHK 及我國公共電視台。 

三、考察重點 
四 C 產業自特許獨占 (franchised monopoly) 之傳統模式至開放部份電信

業務如加值服務轉售 (retail services) 之規範接續 (regulated access) 模

式，乃至基礎建設競爭 (facilities based competition) 模式，建立開放市場、

規範各項競爭條件及反競爭行為，整合廣播電視、電信及電腦業不同之網

路平台等演進過程，每一項法規及政策之制定均攸關一國資訊社會能否成

功及能否建立良好的競爭環境達到資源之最適配置  (allocative 

efficiency) 、生產效率 (productive efficiency) 及創造最大之社會財富及消

費者福利。而其研究領域涉及多項議題，如技術規範、技術方面之監督、

工程技術之審核、規格訂定、工程施工、必要條件 (essential requirement) 等

標準化 (standarisation) 之要求；對電信網路及服務業者提出諸如網路經營

之安全性、網路完整性 (integrity) 之維持、服務之交互運作、隱私保護、

資訊之保護措施及頻譜 (spectrum) 之有效利用、數位簽章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著作權法、消費者保護法、電信法、有

線廣播電視法、商標法、刑法、公平交易法、銀行法、證券交易、仲裁法、

網路登記規範等相關事項。其中，在漸進之四 C 產業自由化進程中，導入

競爭機制，制定競爭法規及政策，建立公平競爭之遊戲規則及環境，被認

為係四 C 產業規範之核心議題，及實現四 C 產業自由化之關鍵。 

以往四 C 產業受技術之限制，而具有自然獨占 (natural monopoly) 特性，

在克服技術障礙，自由化之進程中，面對原有之獨家支配業者 (不問公營

或民營) 長期壟斷市場形成之競爭優勢，如何建立一公平之環境並防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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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亂象，確實保障消費者利益，以期實現電子通訊自由化之實質及長程利

益，實為一項艱鉅之工程。本研究重點即著重於攸關一國資訊產業成功之

競爭議題。 

  

 

 

 

 

 

 

 

 

 

 

 

 

 

 

 

 

 

 

 

 

 

 

 

貳、英國四 C產業發展過程 

本章將以記年方式介紹英國四 C 產業發展過程之重要政策、法規及事件，

藉以瞭解英國四 C 產業匯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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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關電信業務的規範濫觴於一八八○年代左右。自貝爾於一八七六年 

發明電話之後，部分地區的私人公司逐漸引進電話交換機 ，且郵局原有的

電報控制開關(Telegraph Control Switchings)亦有部分轉換為電話交換機。

隨著電話系統的建立，英國高等法院中的財政法院(High Court,Exchequer 

Division)，認定藉由電話之對話與溝通實際上即是藉由電報傳送，為一八

六九年電 報法之規範範圍，故僅有郵局可以依特許獨家經營。 

英國在一九五○年已有 CATV 的雛型出現，並在一九六五年即開放民營。

但是邁入七○年代以後，由於政府與 CATV 業者在經營理念上有極大的分

歧，特別是英國主管當局認為，CATV 是提昇文化的工具，不該成為以賺

錢為目的的商業工具，所以間接阻礙了 CATV 之發展。直到八○年代，全

球 CATV 之推動逐漸蔚為國力評估之指標，加上英國政府也體認到，有線

電視雙向傳輸技術的推動將是帶動全國資訊業的新方向，乃特別在一九八

四年公佈線纜與衛星廣播法，刻意鼓勵 CATV 業者提昇節目水準，並強化

互動式雙向傳輸資訊服務。同時更在特定社區進行光纖傳輸技術的實驗，

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來刺激 CATV 在國內的成長。 

加值網路 (Value Added Network；VAN)為基本網路應用之延伸，利用基本

網路作為傳輸工具，用以傳送使用者認為有意義即希望得到之資訊，亦即

於基本網路上發展及創造額外及附加之價值。VAN 為 CPE 設備中屬於提

供較基本之服務者，通常透過電信設備與電腦之結合，而提供、儲存與傳

送語音及數據訊號，現今英國對 VAN 管理之方式為允許既有 PTO 業者經

營 VAN，要求既有 PTO 業者與其自身 VAN 業務之營運系統應分離，並應

避免 PTO 業者對其 VAN 業務競爭業者提供差別之待遇，以俾利其 VAN 業

務之均衡競爭與拓展。 

英國在用戶自行裝設之終端設備不得有損害網路、危害人員安全、干擾訊

號等前提下，以及需符合其他相關管理規則之情況下，開放用戶加裝 CPE，

並建立 CPE 技術規格與標準之許可標準，用戶各種加裝之終端設備均需經

由管理機關許可，並委託具公信力之研究單位協助制定標準。  

 

一九八 0年 

一九八○年電視節目改善及電視信號傳送技術成熟，大部份有線電視網路改成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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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並利用先進的同軸或光纖電纜來傳送電視節目和電信業務，有線電視市場逐

漸抬頭。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一年電信法數項重大電信自由化之規範，包括： 

 將郵政業務與電信業務區分為二項不同的企業經營內容，郵政業務 仍維持由

郵局經營，同時另行依法設立英國電訊公 司，將營運電信系統的獨家特許移

轉至英國電訊公司。 

 貿易及工業部(DTI)大臣有權在必要情形下，授與執照予其他電信事業經營

者 。 

 為電信產業引進競爭而先樹立雙頭寡占(Duopoly)模式。 

 私有合資企業水星通信有限公司(Mercury Communications Limited)獲 准設立

並營運公眾語音及數據業務，期與 英國電訊公司形成競爭局面。 

 用戶終端設備(CPE)自由化並 引進獨立的 CPE 核准制度，例如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ion)就是當時制度營運的核心。 

 

一九八三年 
 開放蜂巢式無線行動電話系統(Cellular Radio Mobile Telephone Systems)經營

執照予 Racal Vodafone Limited 及 TelecomSecuricer/Cellular Radio Limited。 

 英國政府允諾，七年後將重新檢討其有線電視法。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電信法 其立法重點及政策目標為： 

 將英國電訊 50％以上的持股對外出售，使其成為公開上市公司 

 廢止英國電訊之獨家特許，代之以公眾電信經營執照(PTO Licence)；英國電

訊不再介入任何執 照之核准過程，只有貿工部才有核發執照的權力。 

 水星通信取得經營條件較優之公眾電信經營執照，例如取得開挖街道等 權

利，英國電信事業正式步入基礎設備建設競爭型態。 

 為貫徹經營與管理分離的原則，一九八四年電信法創設了一個新的獨立主管

機關－電信總局，負責監督管理電信業者及各項業務，其總局長由貿工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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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強調反競爭企業行為之防範，例如於英國電訊的執照內課予與相關可連結系

統網路互連之義務，以及要求會計分離、交叉補貼之禁止等。 

 英國電訊的收費應預防獨占利益之操控。 

 用戶設備完全自由化，英國電訊不得參與各項設備核准事項。 

 規定電信業者的經營執照當中，應包括電信系統網路互連要求的條款。 

 英國電信公司的執照第十三條規範網路互連，而網路互連的內涵包括技術介

面及商業考量之安排則必須透過契約形式表現，也就是所謂的網路互連協

議。英國電信公司執照中規定：除實際上不可行的情形外，英國電信公司應 與

獲准營運相關可連結系統(Relevant Connectable System)的經營者，就網路介接

點(Points of Connection)的設置及網路互連相關事項進行協議，針對應協議事

項，執照內也有明確規範。若在相當時間內(一般為三個月)仍未進入協議程序

或協議不成，尤其是網路互連的費用或計算方式有爭議時，任一方皆得要求

電信總局長(DGT)出面作成決定。 

 貿工部所授與各公眾電信經營者之執照中，多有各種反競爭行為之禁止條

款 ， 各 該 條 款 之 監 管 程 序 為 電 信 總 局 長  (Director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 DGT) 之權限，規範於一九八四年電信法第十六條至第

十九條，電信總局長若發現取得經營執照之業者有任何違反執照條款之情

事，應以警告 (Notice) 先行並出具命令 (Order) 要求業者限期改善，對該命

令之範圍及程序若有不服，業者得於四十二日之內向高等法院申請宣告該命

令或其中特定部份無效；命令中所揭示之義務對任何因此而招致損失或損害

之相關人士均發生效力，業者應負民事上責任；違反執照條款包括為各項反

競爭行為並不因此負刑事上責任，依一九八四年電信法之規定，僅有未取得

執照即擅自經營電信業務者始有刑事責任。此等監管程序與公平交易條款 

(Fair Trading Condition) 之監管程序二者大致相仿而同時並行。同時，一九八

四年電信法第四十九條特別明文課予電信總局長對任何電信領域之事項均有

調查義務。一九八四年電信法第五十條明確規定電信總局長 (DGT) 在特定

情形下得享有公平交易總局長 (Director of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DGFT) 之

部分權限： 1、在公平交易總局長 (DGFT) 之要求下，應對於電信領域內影

響消費者利益 (不問該利益係經濟性抑或是關於健康、安全或其他事項) 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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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開調查，行使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 (the Fair Trading Act 1973) 第三部

份之調查權。 2、對於與電信相關商業行為之獨佔情形，電信總局長得享有

一九七三年公平交易法 (the Fair Trading Act 1973) 第四十四、四十五、五十、

五十二、五十三、八十六及八十八條之權限。3、對於電信業關於製造、生產

或獲利之限制、扭曲、防止競爭之各項情形，電信總局長得享有一九八○年

競爭法 (the Competition Act 1980) 第二至十及十六條之權限。 惟電信總局長 

(DGT) 行使此等承繼權限之時，必須與公平交易總局長 (DGFT) 一致且應先

行協商 。 

 英國政府體認，有線電視雙向傳輸技術的推動將是帶動全國資訊業的新方

向，公布線纜與衛星廣播法，刻意鼓勵 CATV 業者提昇節目水準，並強化互

動式雙向傳輸資訊服務。同時更在特定社區進行光纖傳輸技術的實驗，以多

管齊下的方式來刺激 CATV 在國內的成長。 

 電信法與廣播法中，規定寬頻電纜系統的營運需要具備電視與電話二張執

照。在英國的電信法下，執照乃是由貿易與工業部核發，並由 OFTEL 負責監

督；而在其廣播法下，仍是由出價最高的業者取得特許執照，但先決條件是

已經具有實體建設、技術規格並已使用者才行。而 一個擁有特許執照的業

者，須在其經營範圍內提供合理的業務需求，並具備連接至其它系統的能力，

而且不能 有差別待遇的情況發生。對於這些規定，OFTEL 有權要求業者謹

守遵守，若有業者違反 規定甚至可向高等法院提出告訴，最重可撤銷其執照。 

一九八五年 
 就英國電信與水星通信 之間對接續費用中成本計算之爭議作成決定  

一九八六年 
 英國電信與水星通信 之間對接續費用中成本計算之爭議作成決定，決定內容

並納入兩公司網路互連協議中。 

一九八八年 
 Vodafone 與 Cellnet 獲得公眾電信經營的執照。 

一九八九年 
 發出了四張 PCN 執照，但僅有兩家業者成立－Orange Plc 與 One-2-One 

一九九０年 
 廣 播 法 (The Broadcasting ACT 1990) 及  無 線 電 報 法 (The 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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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phyActs 1947 ∼1967)，規範由獨立電視委員會(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ITC)主管關於開放後商業電視的執照核發及業務監督。 

一九九一年 
 發佈「電信政策白皮書」 

重新檢討其有線電視法重點有： 

 允許有線電視業者經營電信服務，開始授與有線電視業者地區性執照

(LDO)。有線電視業者可以申請經營長途電話業務，並與有經營權業者的網

路相連 

 政府重申至二○○一年止仍不考慮取消對公眾電信經營者經營娛樂服務之限

制。英國電信和其它原有的公眾電信業者，十年內不得在自己主要的網路上

經營有線電視，但新的全國性電信公司可以傳送電視業務。 

 允許合法的有線業者在其服務範圍內提供電話服務，而且業者一旦建設完成

便有提供其他業者平等進接的義務。 

 提供電路給其他的公眾電信業者，並在合理條件下和經銷商協調業務經營方

式。在一九 九一年更是將電信市場往前推進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第二波的

市場開放，包括允許有線電視業者經營電信服務開始授與有線 電視業者地區

性執照(LDO)。 

 以集體執照方式核發衛星電信服務執照。 

一九九二年 
 Mercury One-2-On(Mercury PersonalCommunicationes)及 Orange 取得個人通信

網路執照，經營行動電話業務。 

 英國電信決定提供網路與交換互連。 

 Videotron 公司宣佈在離峰時段讓客戶群享受通話免費的策略。 

 瓊斯有線公司則以離峰時段 可依通話時間享有優惠折扣因應。 

 開放了國際單一轉售(International Simple Resale;ISR)的業務。 

一九九三年 
 DGT 就網路互聯計價方式作成決定，支持英國電信之計算方式，以過去以來

的營運及維持區域 迴路的所有成本投資作為成本基礎，包括了為網路互連增

加的成本、相關管理成本，甚至還包括部分虧損的補貼。 

 獨立電視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BT及 PTO接受透過電話之特定需求經由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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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可以提供由電視節目組成之隨選視訊服務。 

一九九五年 
 七月底英國有線電視電話的用戶突破一百萬。 

一九九六年 
 英國政府於三月提出競爭法修正之綠皮書。 

 進一步解除 ISR 使用專線進行語音通訊服務的限制， 促使 ISR 市場更加蓬勃

發展。 

 開始實施固網號碼可攜服務。 

 十月，英國電信公司 (BT) 之執照中加入了公平交易條款  (Fair Trading 

Condition，架構仿自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六條，規範獨佔地

位之濫用行為及反競爭之協議、決定及聯合行為，惟其法律效果與歐洲共同

體條約不同，並非當然無效，仍必須透過其獨立之監管程序處理。 

一九九七年 
 主管機關 OFTEL 於三月公布公平交易條款適用之指導方針。 

英國電信局 OFTEL 發佈一份關於「普及電信服務」 之聲明，其重要之內容包括： 

 普及服務之程度(The Level of Service)：OFTEL 之立場在於期使 每一位國民

均得接取基本且可負擔之電話服務。 

 因應新科技不斷發展，普及服務之提供於一九九九年應作一檢視。 

 OFTEL 提出達成普及服務目標之四年計劃(自一九九七年九月卅日至二○○

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普及服務所應達到之目標為：與提供語音電話(Voice 

Telephony)、低速數據及傳真傳輸之固網連結、對低價套裝服務之選擇，以及

在全英國提供價格合理之公共電話服務。 

 普及服務之成本及收費(The Cost and Funding of Universal Service) ，OFTEL

決定暫時不採行普及服務基金之方式，惟可繼續研究並於一九九九年檢討。 

 英國政府發佈英國無線通訊執照發放的白皮書，主張無線電波執照發放方式

將從原有的均一率(Flat-fee)行政體系，變換成由市場決定的機制(譬如頻譜拍

賣)。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至二○○一年九月卅日，OFTEL 決定改採新方式計 算

接續費，就網路接續費計算的成本基礎，自回顧過去的成本變更為展望未來

之長期增置成本(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LRIC)，此項方式係以為服務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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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客戶所增加的成本，並考量更新設備支 出等計算接續費，由於無法如過

去成本的計算掌握所有支出，因此尚須輔以合理的加成(Mark-up)。 

 英國電信網路互連規則應運而生，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卅一日生效，詳細規

範網路互連之重要議題。依該規則之規定，就業者而言，經營執照應賦予業

者於其他公眾經營者要求時負有網路互連談判之義務，或授權與英國以外之

歐洲公眾電信系統互連者亦負有此義務，尤應注意對於具有「重要市場實力

(SignificantMarket Power)」之 業者，更應要求其必須符合網路互連的各項合

理要求。就貿工部大臣及 DGT 而言，則應充分運用授權及修改執照條件的機

會，確保符合使用者最大利益及提供最大經濟效益的適當網路互連；DGT 得

指定網路互連 協議應包含事項，且對協議得提出指示，而關於網路互連的爭

議，DGT 應於受要求後六個月內解決爭議。 

一九九八年 
 電信執照規則配合歐體一九九七執照指令修正並規範新型態之服務。 

 英國一九九八年無線電報法(the Wireless Telegraphy Act 1998)在第三條

(Bidding for license)中規定：為了提昇電磁頻譜之最有效利用，將允許制定規

則，使申請者得以競標方式取得無線電報執照(Wireless Telegraphy License)，

此一規定開啟了英國頻率拍賣之大門，依法律規定，競標程序必須公告，且

競標者必須提出其願意為執照付出之總價(Amount)，同時可以規定競標者提

出押標金(Deposit)或技術等需求。 

 當英國政府開始考慮以拍賣機制核發 UMTS 即第三代行動電話執照時，即於

一九九八年年初成立一個 UMTS 拍賣諮詢小組 (the UMTS Auction 

Consultative Group;UACG)，其成員開放給各公司及組織，貿工部中之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es Directorate (CII)、電信署及無線電通

訊局均參與其中。基本上，UMTS 拍賣諮詢小組為產業界就拍賣機制向無線

電通訊局建言之論壇，且提供政府與各界進行諮商之機會，在密集的諮詢會

議中廣泛就 UMTS 拍賣機制事項進行討論。 

英國電信署提出四 C 產業匯流政策改革目標及規範原則包括： 

 規範一致性增進投資者信心。 

 強調競爭重要性。 

 對消費者傳送多樣選擇、且具有高品質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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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英國之規範符合歐體及國際之發展。 

四 C 產業匯流規範原則包括： 

 加強競爭促進消費者權益。 

 確保交互網路系統之交互運作及網路戶聯以建立互通之通訊環境。 

 提供可預測及一致性規範。 

 所有人均得以合理價格接取服務。 

 使消費者得便利獲得欲多樣利用之內容。 

 主管機關透明化及足以因應科技及市場變遷之有效彈性主管機關。 

 促進歐體之福利及工作機會。 

競爭法 

 廢除 RTPA、RPA、限制交易實務法院及大部分一九八 0 競爭法之規範。 

 以歐洲共同體八十五條、八十六條為基礎修正及訂定新的規範基礎。 

 賦予電信總長之權力為 Competition Act functions，電信局長應與公平交易總

長一致行使之。 

 1998 年 7 月開始實施行動通信號碼可攜服務。 

 一九九八年七月開播數位地面廣播電視（:DTT/DTTV)服務，同時部份節目內

容  會採十六比九寬螢幕格式，這類服務可使觀眾獲得更多頻道、

Pay-Per-View、更佳音/畫 質、更大容量的互動服務，如家庭購物和家庭銀行。 

 1998 年 5 月英國首相提出「資訊時代是政府的願景」，自此，實現資訊時代

便成為英國政府施政的目標之一。同年 11 月，由超過 30 位跨國資訊科技與

通訊公司總裁組成之「資訊時代合夥工作小組」（ the Information Age 

Partnership）對英國政府提出建議，此工作小組所提之建議直接影響英國政府

在數位經濟的相關政策。1998 年 12 月英國政府發表競爭力白皮書”Our 

Competitive Future: Bench- marking the Digital Economy”，該書在”Building 

the Knowledge Driven Economy”’單元中，陳述了政府應當如何面對知識經濟

所帶來的挑戰。明確揭露英國要建構現代化、知識驅動之經濟體，在 2003 年

時成為世界上最佳的電子化貿易場所…等未來願景。現代化政府是實現資訊

時代的重要一環。 

一九九九年 
 二月九日，英國政府宣佈了第三代行動電話拍賣時程，同時英國政府表示欲

 16 



運用拍賣機制提昇行動通訊產業的競爭並鼓勵新業者進入行動市場，政府會

確保新進業者的用戶得以與既有第二代網路進行漫遊，此次拍賣決定核發五

張執照，其中較大頻寬的一張保留給新進業者。 

 電信署(OFTEL)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即依一九八四年電信法規定的執照修

改程序，進行就 BT Cellent 及 Vodafone(其二者被認為具有重要市場力量)既有

的行動 PTO 執照條件修改要求，其等在新進業者要求之時應予協商「漫遊協

定」。 

 十一月一日公布了一份 Information Memorandum，使欲投標經營第三代行動

電話的業者瞭解取得競標資格(Pre-quality)之條件、競爭規則及時程，以及相

關規範環境，並提供英國電信市場之分析。 

 英國電信署提出電子通訊產業規範架構之三項方案 1 將基礎建設及服務分別

規範 2 將與基礎建設及服務有關之經濟與社會議題及不論是要件、定義及其

傳送等相關之內容議題分別規範 3 以單一管制者分別規範基礎建設、服務、

經濟社會與文化議題等所有規範事項。 

 1999 年 3 月英國政府發表「現代化政府」白皮書，書中承諾將另行公布政府

部門的共通資訊科技策略（corporate IT strategy），而該策略會將焦點放在公

民和企業的需求，以及鼓勵更多的選擇以存取公共服務。在此同時，英國首

相責成內閣辦公室的「績效與創新組」（th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of 

the Cabinet Office, PIU）提出一系列的建議報告，用以協助確保英國成為數位

領導者。 

 1999 年 7 月資訊時代政府推動委員會（Information Age Government Cham- 

pions）會議第一次召開。有關政府部門共通資訊科技策略的擬定，即是交由

此委員會負責。 

 英國政府於 1999 年 7 月 22 日，由貿易與產業部部長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Industry) Stephen Byers 所公布名為「現代市場-確保消費者

信心」之消費者白皮書 (White Papermodern markets: conf-ident consumers) 

中，宣示推動一項名為 E 標誌 (an e-hallmark) 的電子商店標識機制。 

 1999 年 9 月英國首相任命貿工部小企業和電子商務部長為 e 部長（e-Minister）

（關於資訊時代議題直接向首相報告），由其全權負責資訊時代政府的進程。

並指示國務大臣（Minister of State）Lan Mc- Cartney 推動電子政府。任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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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設在內閣辦公室之下，直接向首相報告）負責協調跨部門的政府活動，

使達成「讓英國成為世界上電子商務的最佳處所」這一目標。 

 英國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於九月針對英國發展電子商務策略發表一份

名為「E-commerce@its.best-uk」之報告，設定目標將英國建立成為全球最佳

之電子商務環境。這份報告設定三項首要工作，分別為：（一）克服企業之惰

性，鼓勵積極使用電子商務；（二）確保英國政府之行動促成電子商務成功發

展；（三）確保政府及企業之間良好之協調合作。該報告另提出英國發展電子

商務之幾項重要成功指標：（一）在Ｇ７國家之中，對於家庭內使用電子商務

網路情形，英國應具備較高之比率；（二）與其他Ｇ７國家相比較，英國應具

備較高之使用多功能智慧卡(multi-functional smartcard)之比例；（三）與其他

Ｇ７國家相較，英國在企業與企業間(business to business)及企業與消費者間

(business to customer)電子交易之進行情形，亦應有較高之比例；（四）與其他

Ｇ７國家相較，英國政府利用電子商務推行服務之比例亦應較高。 

 四月電信總局與獨立電視委員會就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電信電視套餐服務提出

諮詢。 

二０００年 
電信總局與獨立電視委員會於二月就有線電視業者提供電信電視套餐服務提出 

報告 

 分析方式：是否可分開購買、是否低於相關成本、市場界定、有線電視業者

是否具有市場地位、是否濫用市場地位、是否妨礙市場競爭、是否損害消費

者權益。 

 結論：電信與電視分屬不同服務市場；有線電視與付費電視為相關市場；有

線電視市場有地區性；付費電視以全國為一市場；有線電視業者不具有市場

地位。 

公平交易局與電信總局於四月十七日就電子商務競爭議題作諮詢，六月十二日完

成諮詢十二月八日公布諮詢結果及市場最新變化狀況 

 電子商務市場預期會相當競爭，因為可透過多元管道進入市場。 

 垂直結合與提供多角化產品。 

 市場力量大業者與新進業者有結合趨勢。 

 市場力量會延伸到其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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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相關政策、原則定理仍然適用於電子商務市場。 

 電子商務市場透過不同交易平台提供不同服務是否具有替代性而可歸為同一

市場，需視服務性質而有不同區分，故市場界定仍然依個案認定。 

 電子商務無國界，故國際合作協調益形重要。 

快速變遷及匯流市場於架構公平競爭環境時有下列關鍵因素 

 快速變遷市場競爭政策主要原則是促進創新。 

 界定市場定義、市場占有率及市場力量需格外小心。 

 政府處理案件速度精準度要求增加。 

電子商務參進障礙 

 列入搜索引擎名單費用高。 

 頻寬接取費用高。 

 網路內容規範不明確。 

 RIP方案要求網站內容經營者須投資昂貴軟硬體設備。 

 金融服務成本高。 

八月公平會公布電子商務經濟分析 

 透過網路交易將改變交易本質並增加交易管道。 

 電子商務預期會促進競爭，惟部分限制競爭行為亦會強化。 

 電子商務並不會產生新反競爭行為類型，目前競爭政策及原則皆可沿用，惟

審理案件時需格外審慎。 

 競爭政策執行主要在市場界定、市場占有率及濫用市場地位、脅迫、差別待

遇限制他事業交易行為三種基本要素。 

 電信總局、獨立電視委員會與公平會於五月就數位電視議題提出諮詢，十一

月提出報告。 

 拍賣第三代行動電話。 

 BT自夏天開始與其他取得執照的電信業者(Other Licensed Operator；OLO)

就「接取網路設施」(Access Network Facilities；ANF)的標準合約進行協

商。 

 九月四日公布了一個合約版本。但是各 OLO 卻對該版本十分不滿，甚至抱怨

BT濫用市場主導力量，而無法與 BT就多項重要條件取得共識。因此一群 OLO

於九月二十七日聯名要求 Oftel的總局長對 ANF合約之條款做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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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tel十一月上旬公布 LLU的建議費率。 

 英國電信監理機關 Oftel在十一月下旬公佈了一份「用戶迴路細分化」(Local 

Loop Unbundling；LLU)議題諮詢文件，提出官方對此議題的基本態度，並在

做出最後決定前徵詢公眾意見。 

二００一年                                                                              

 The Communication White Paper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二月十三日貿易及工業國務大臣及文化媒體體育國務大臣共同提出英國通信白皮

書（The Communication White Paper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在白皮書

中，政府對通信新環境做出回應，確保服務具高品質、多樣化及普及化、保護民

眾及消費者，期使大眾普享多樣之高品質服務，使消費者權益受保護，提供安全

可靠之新通信服務，使英國成為世上最具最具活力及競爭力之通信及媒體市場。

為達成上述目標，在白皮書中明定 21 世紀通信監管之新架構。 

 未來將促進 Internet 及更高頻寬服務之接取、擴大英國廣播之區域規模、持

續支援獨立之產品業者、考慮社區多媒體服務、在整合之環境下修改法規保

護大多數之媒體。 

 英國將成立通信監管機關 OFCOM，促進電信及廣播業競爭。OFCOM 地位等

同 OFT (Office of Fair Trading)，得向具市場主導力之通信業界行使「競爭法」

規定之權力及就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接取及互連等議題管制特定業者。 

 英國將更新頻譜管理架構，委派獨立單位審查頻譜之管理事宜，並將評估廣

播業者所用之頻率，引進新機制使通信業者得進行頻譜交易。 

 繼續確保公眾服務頻道透過纜線及衛星傳送，且於數位化前後，消費端仍像

現在一樣，能享有免費公眾服務電視頻道。 

 BBC 及 S4C 目前角色定位及減免項目(remits)維持不變，但英國將檢討第四頻

道(Channel Four)之減免項目，使該減免具正面意義，並使未來得以繼續提供

具特色及創新之節目。 

 ITV 公司(ITV companies)無論在數位化之前或之後，均將是提供公眾服務廣

播之主要提供者，但所受規範性之管制將減少。 

 由於數位電視被採納後，電視之大眾節目愈趨普及，英國將檢討第五頻道                                              

(Channel 5)之公眾服務義務。 

二月二十一日公布用戶迴路細分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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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若有多餘空間需返回英國電信公司。 

 英國電信公司若未達成品質要求需賠償業者。 

 業者除依英國電信公司規定之申訴管道外，另有其他解決爭議管道。 

三月二十七日五大機關合作備忘錄 

 人權議題匯流等領域加強合作。 

 儘量使現有員工參與新機關或從內部機關挑選有能力技術人員加入新機關。 

 於網站充分揭露資訊使民眾知曉五大機關合作情形。 

 建立抱怨處理機制。 

 建構新機關之願景。 

 分享資訊、諮詢文件、任務、會議決議、研究報告並共同發表政策。 

三月二十八日五大機關宣示將如同電信白皮書所列組織大綱，同意加強機關間合

作設立一新通訊管理機關，並有合作備忘錄，及於日後固定期間由五機關首長協

商，分享資訊、會議任務並就公共利益部分共同制訂政策，國際會議上五機關就

頻普、歐洲指令、通訊內容等議題有相同參與地位。五機關並就下列議題相互合

作 

 發展網際網路電子商務。 

 相關市場競爭性。 

 數位化及頻寬接續議題。 

 內容標準明確化。 

六月二十日英國女王宣示通訊法案將於本立法院會期公布，廣播標準委員會、獨

立電視委員會、電信總局、廣播局及頻普管理局五機關合組成通訊委員會，並指

定世界最大顧問公司向貿工部及文化部提出新機關之組織架構並於九十年八月底

(事實上延至十月初)完成初稿，於二 00 三正式運作。該初稿包括 

 五機關個別之功能、組織架構、運作過程及行政資源。 

 通訊委員會之功能、組織架構、運作過程及行政資源。 

 評估前述面向之要素。 

 通訊委員會正式運作之時間表。 

 七月十一日英國電信公司宣布與 BSB 公司及 ITV 公司策略聯盟提供視訊服

務，以加強其與有線電視業者同時提供電信、電視套餐服務之競爭性，英國

電信公司近年來因為有線電視業者同時提供電信服務，流失大量顧客，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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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電信總局規定，英國電信公司自二００一年七月一日始可提供視訊服務，

多家有線電視業者皆猜測英國電信公司會如何以其寬頻網路提供視訊服務，

加入視訊服務市場，最後英國電信公司是採取與其他頻道業者策略聯盟。 

 七月十四日公布通訊委員會法案，將電信總局、獨立電視委員會、廣播委員

會、頻譜委員會，等五機關整合成一新機關，並於明年初正式設立，以達成

二００三年開始執法之目標。 

 英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歐盟其他國之公平會同時對電信業者國際漫游價格過

高是否涉及聯合行為展開調查。公平會及歐盟工作人員於當日上午九點突擊

檢查各電信公司，帶走大量書面文件資料及電子郵件通訊資料。 

八月七日貿工部公布信託白皮書，與公平交易法事務相關者如下： 

 支持地方交易標準組織可能成為聯合訂價、濫用市場地位等反壟斷行為之剋

星。 

 公平交易局五百位員工及負責處理結合申請競爭委員會之一百位員工，必需

對競爭法律專精，並儘量招募熟悉法律及經濟人才。 

 建議對聯合訂價行為刑罰處分。 

 加強公平會調查權限如地下組織、小蜜蜂密錄機、隱藏式相機、突擊搜索。 

 八月八日 THE EARTH LEASE 認為用戶迴路細分化可使市場更競爭，雖然英

國電信公司因市場競爭會有市場占有率減少情形，惟此部分損失會因市場總

值增多而加以彌補。英國於當地交換機，封包設備上等寬頻服務上較歐洲其

他國家落後，原因是英國電信公司並未受到管理當局用戶迴路細分化之壓力。 

八月三十日英國政府公布諮詢文件結果： 

 電子訊號及智慧卡對推動電子商務及電子政府非常重要。 

 英國三分之一類比式電視收視戶改為數位電視收視戶。 

 全國若百分之九十五收視戶收看數位電視，將全面廢止類比式電視。 

 預計於二 0 一 0 達成全面數位電視化目標。 

 九月三日英國電信公司為減少負債，將無線通訊部門自英國電信公司獨立出

來並加另取一新公司名稱。 

 九月四日英國電信公司無線通訊部門改名為二氧(O2)。 

 九月十九日核發五家查號台執照，開放查號台服務市場，其他歐盟國家已有

開放十家查號台公司經驗，英國約有有三百萬英鎊查號服務市場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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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五日文化部退回 BBC 申請開播青少年數位電視頻道，僅允許開播新

聞、兒童頻道。駁回理由為該頻道並無必需性，且新增頻道節目，應有可促

使頻道節目市場更競爭之功能，而不僅是維持市場競爭。 

九月底電信總局公布無線手機通訊市場調查報告 

 無線電話市場相當競爭，價格為全歐洲最低。 

 VODA PHONE 與 BT 公司之價格較完全競爭市場價格高，可見該二家公司之

市場力量仍大。 

 因為英國無線電話市場相當競爭，除非涉及消費者長期公共利益，否則政府

少涉入市場干預。 

 因為英國無線電話市場相當競爭，將解除現有管制，日後亦不會有額外限制。 

 無線電話市場之零售價格不需管制，業者究採成本分別計價或統一費率亦由

業者自行決定。 

 英國將與歐盟其他國家續行調查電信業者國際漫遊價格高昂涉及違法事證。 

 

 

 

 

 

 

 

 

 

參、英國四 C匯流之關鍵因素 

一、隨著數位科技之精進，網路互連的技術性障礙已不復存在，同時由於近年

來全球電信事業急速自由化的結果，形成不同甚或處於競爭情勢的高度多

元化之系統均相容且互連，其間關係的複雜性不言可喻，也更加突顯網 路

互連規範的重要性，攸關一個真正通行無阻之通訊環境能否實現。 

英國電信網路互連規則詳細規範網路互連之重要議題，依該規則之規定，

就業者而言，經營執照應賦予業者於其他公眾經營者要求時負有網路互連

談判之義務，或授權與英國以外之歐洲公眾電信系統互連者亦負有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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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尤應注意對於具有「重要市場實力(SignificantMarket Power)」之業者，

更應要求其必須符合網路互連的各項合理要求。就貿工部大臣及 DGT 而

言，則應充分運用授權及修改執照條件的機會，確保符合 使用者最大利益

及提供最大經濟效益的適當網路互連；DGT 得指定網路互連 協議應包含

事項，且對協議得提出指示，而關於網路互連的爭議，DGT 應於受要求後

六個月內解決爭議。而且 DGT 十分 積極參與協議過程，在業者談判觸礁

時，會出面尋求最適解決之道。 

二、網路元件細分化 LLU 是英國通訊開放過程中一項相當重要的議題。英國的

固網既有業者過去大多是國營的獨佔事業，它們都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和

種種國家資源，才在用戶和交換機房之間建立起綿密的用戶迴路。新進業

者進入市場時必定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設足以應付所有客戶需求的自有用

戶迴路，因此為了達成開放競爭的政策目標，就必須允許新進業者藉由網

路元件細分化的原則(亦即僅租用其所需要的網路元件)，在合理的成本下

利用既有業者的用戶迴路。有鑑於 LLU 對促進競爭的重要性，以及害怕英

國在電信服務的發展上會落後，英國一直對推行 LLU 甚為重視。然而在英

國由於有意參與 LLU 的新進業者多達二、三十家，某些比較熱門的 BT 交

換機房勢必沒有足夠的空間供所有新進業者放置設備，而使得整個協商的

情況變得十分複雜，也嚴重延緩了 LLU 的實施。 

三、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對於所有與民生攸關之產業而 言具有重要意

義，簡言之係指政府應就水、電、瓦斯、郵電及交通 等公用事業，以具有

特定品質之服務以及可負擔之合理價格，提供 予國內不問居住於何處之全

國民眾，在公用事業為獨占經營之時期 ，普及服務可透過國家之力量以公

共政策或公共服務之型態實現， 然而隨著公用事業自由化之發展，尤以電

信產業作為開放市場並導入競爭機制之先鋒，當市場機能逐漸取代管制力

量之際，普及服務 即形成重要議題。蓋產業自由化之終極目的係在於解除

不必要之管制措施，透過市場競爭機制之有效運作，使所有參與市場之公、

民營事業者均得提昇其經營效率及服務品質，並提供合理之收費標準，以

嘉惠消費者，然由於利益及商業條件之考量，業者極易將目標選擇在高利

潤之服務項目(如國際及長途電話業務)及經營地區(如排除不經濟地區或偏

遠地區)，造成所謂「吸脂作用」(Cream Skimming)，如此一來，自由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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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反而造成偏遠地區或特定社群之消費者無法享受同 價格同等級之基

本公共服務，或是由於普及服務係為保障國民基本權益，就負有義務提供

普及服務之業者而言，必須作出不符經濟原則之基礎建設投資，業者間獲

利出現失衡之現象，為避免不公平市場現象之出現，普及服務之義務須輔

以適當之財務補貼機制。 

當英國電信公司民營化並成為公開上市公司時，為確保其不會停止提供原

有之較無獲利甚至虧損之業務而影響國民基本通信權利，在英國電信之執

照中即加入了數項有關普及服務之條件，如公共電話服務、不當優惠及差

別待遇之禁止、價格之控制、對弱勢者之服務供應以及細目資訊提供之要

求等等。至於英國電訊普及服務義務之支出，由於經營執照中並未禁止其

他不當之交叉補貼，因此一向以來大多係由內部交叉補貼分擔。 

四、漫遊(Roaming)是指一個行動通訊業務經營者之用戶，由於其使用區域已超

越經營者基地台之範圍，於是利用另一行動通訊業務經營者之網路發出或

接收通話之情形而言。由於第三代行動電話的開放可能造成新進業者競爭

上之劣勢，原因在於既有第二代行動電話業者若同時取得第三代行動電話

之經營執照，當其提供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時，若僅提供與其原來第二代

行動電話用戶漫遊之服務，則將對新進業者造成不利，因此對既有行動通

訊網路之接取(Access)似乎是新進業者得以與既有業者進行有效競爭之措

施，漫遊協定之安排將關係第三代行動電話系統營運之成敗。貿工部的立

場係為推動行動通訊市場未來有效競爭之發展，現有 2G 業者的執照條件

中應加入關於其網路與未來 3G 新進業者提供國內漫遊之條款。英國電信

總局(OFTEL)基本的態度是希望漫遊協定(Roaming Agreement)應透過商業

談判達成而非規範干預，漫遊的性質是電信業務之轉售(Resale)而非網路互

連 (Interconnection)，漫遊費用 (Roaming Charge)的計算是 Retail-minus 

Basis ，而非 Cost Plus Basis，加入執照條件(License Condition)之目的是為

提供無差別待遇、平衡且公開之達成 2G 與 3G 業者之漫遊協定安排。 

且漫遊協定雖為商業上的安排，但同時應修正既有業者的執照條件，以作

為無法達成漫遊商業協定時的協調依據，以確保行動通訊市場的實質競爭。 

五、英國貿工部下的無線電通訊局負責英國無線電頻譜之管理，包括頻率的指

配，同時代表英國參加 ITU 及世界無線電管理會議(WARCs)討論無線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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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另有國防部(the Ministry of Defense)、Home Office、Scottish Office、

Nat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 Service 等分別於其主管事務範圍掌理部分頻譜

管理，使用無線電傳輸設備是必須付費的，費用則以所指配使用頻率的總

量及無線電通訊局管理之費用計算。無線電通訊局之任務係儘可能提供最

大範圍服務的頻譜接取，以提昇福祉、競爭及選擇。 

六、提供智慧型網路所提供之多樣化服務之先決條件為完成號碼可攜，此為英

國新進通訊業者及既有業者間整合性服務推展之重要關鍵之一。號碼可攜

服務影響及涉及層面極廣，並非僅及於網路及相關硬體架設而已，行動通

訊、固網間之號碼可攜、編碼計劃甚或第三代行動電話間都會出現號碼可

攜之問題，英國在業務開放之同時即考慮並要求業者於最短之時間中提供

號碼可攜服務，甚或及於行動業者。  

七、英國電信總局長得享有一九八○年競爭法 (the Competition Act 1980) 第二

至十及十六條之權限。 惟電信總局長 (DGT) 行使此等承繼權限之時，必

須與公平交易總局長 (DGFT) 一致且應先行協商，此一競爭事務雙重管理

之模式，在 DGT 與 DGFT 密切配合下，既不失打破產業界限廣泛管理

之活力，又可確保專精電信產業特殊議題之優勢，且電信總局就四 C 跨產

業等議題時，亦時常與獨立電視委員會共同諮詢業者及向貿工部提出報

告，其統制分工及合作模式頗值我國借鏡。 
 
 
 
肆新通訊管理機構之簡介 
※ 廣播標準委員會、獨立電視委員會、電信總局、廣播局及頻普管理局五機關合

組成通訊委員會，通訊委員會 OFCOM 將是獨立機構，行使職權不受政府干

涉，但 OFCOM 將與貿工部、文化部及其他相關部門合作，合作範圍包括歐

洲及其他國際協商事宜。 

※ OFCOM 之主要監管目標如下： 

● 藉由促進市場之開放競爭，保護消費者在選擇、價格、服務品質及金錢價

值等方面之權益。 

● 維持內容之高品質、節目之廣泛性、及公共表達之多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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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內容之既定社區標準，保持表達自由與防護潛在有害內容資料之平

衡，及確保公平及隱私，藉以保護民眾之權益。 

 

在其任務中，OFCOM 亦應重視以下事項： 

※ 保護孩童及易受傷害者。 

※ 預防犯罪及公共亂序。 

※ 考量殘障人士、年老者、低收入者及鄉村地區居民之特別需求。 

※ 增進效率（包括有效利用頻譜及電話號碼），鼓勵創新。 

※ OFCOM 為一統合體，由一位主席、一位執行長、及其他主管及屬員所組成。                                            

OFCOM 對內容議題應將各不同利益列入考量，OFCOM 應以明確透明化之方

式，解決與內容有關之目標與其他目標間之衝突。 

※ 期待 OFCOM 與相關政策委員會、議會主管、以及地區代表建立良好溝通網                                              

絡。 

※ OFCOM 將負責監管電子通信網路及服務，包括電信系統及其他現由 OFTEL

監管之其他活動，亦將負責廣播服務之發照事項。OFCOM 將減低對通信業者

之監管負擔，代之以一般的授權而非個別發照。 

※ 將加強 OFCOM 之監管權力。 

※ OFCOM 將確保法規之有效性。為達成此目標，OFCOM 將與業者、民眾、及

消費者之代表充分協商，在法定指導原則之大架構中制定及維護必要的管理規

則。英國將確保申訴程序之有效與透明化。 

※ OFCOM 須持續檢討市場及相關部門，於必要時迅速撤回對增進競爭已無存在

必要之監管措施。若其能最佳地達成監管的目標，OFCOM 將鼓勵共同規管及

自我規律。 

 

執行程序： 

※ 將使政策提案儘早完成立法。 

※ 將與目前之監管者合作，確保現有監管者轉移至新監管機制之過程順利。將以

目前有關協調監管工作之安排為基礎，設立以政府監管者為成員之研究小組。 

※ 為了此轉移工作，期望部會及機關成員繼續加強協調及整合其運作，並履行職

責以達成前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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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英國政府進行電子商務推展工作分工情形  
一、基礎架構 

首先，英國政府檢視電子商務市場發展之阻礙因素，並提出建議以避免上

述阻礙之惡化，並進一步尋找對於有利於發展電子商業之產業，並協助其

發展。同時，英國政府亦協助由產業主導之計畫，並協助新興網際網路服

務業之成立及發展。其他方面則包括在銀行處理中小企業電子交易、政府

處理電子商業稅務、電子商務國際稅務協定、網址設立國際協定、加值稅

徵收機制及國際合作等之研究及發展。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電信管

理機構、公平交易局、貿工部、財政部、國稅局、關稅局、競爭委員會、

環境交通及區域發展部、教育就業部、以及各地區發展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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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及促進了解 

英國政府與產業合作密切進行宣導活動，完成並宣導「電子商務衝繫評估」

以供官方及民間了解電子商務之挑戰，並協助中小企業研訂因應之經營策

略。各地區發展單位應將電子商務定為各地區經濟發展策略之首要目標，

另外，亦從教育及就業之角度設立使全國了解電子科技發展之目標。這項

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貿工部、新設立之 e-envoy、環境交通及區域發展

部、區域發展單位、各政府部門及單位、以及各商業組織等。 

三、鼓勵上網連線 

鼓勵電信業者提供較廣泛之電信費率選擇，並與英國電信公司(BT)發展新

的商業連接網路，以允許較有彈性之零售費率。另外，英國政府應確保英

國電信公司不致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而新設立之電子商務部長及貿工部應

確保可在原有電話線上增加頻寬之技術計畫順利完成，並提供人民良好之

上網機會及技巧訓練等。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電信管理機構、貿工

部、e-envoy、以及教育就業部等。 

四、信賴機制 

建置全國性，安全之公眾鑰匙基礎結構(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確保由產

業主導之 TrustUK 戳記計畫，可以在網際網路糾紛發生時提供合乎標準之

仲裁服務，並鼓勵私人服務提供者發行多功能之「Smartcard」以服務個人

客戶等。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中央資訊科技單位、貿工部、政府商

業辦公室、國防部、衛生部、通訊及電子安全小組、財政部、環境交通及

區域發展部、以及商業組織團體等。  

五、政府以身作則 

英國各政府部門推廣以電子商務進行政府採購，並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政府

採購。另一方面，英國政府訂定電子商務發展目標以達成在國際上之基礎

標準，與民間部門合作，使企業高階主管在人際及組織方面之電子商務技

能，得以轉移至政府之高階主管等。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政府商業

辦公室、中央資訊科技單位、電腦及軟體協會、財政部、政府出版品辦公

室、貿工部、中央資訊科技單位、中央網際網路策略單位等。 

六、監督機制 

英國政府於每年公佈「電子商務現況報告」，發展並引導英國政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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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分類方面之改進，以及蒐集商業統計資料方法之改良等。另找出網

際網路本身可用以監控電子商務進行之方法，以及評估電子商務之整體衝

擊等。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 e-envoy、貿工部、統計局、財政部、以

及各政府部門等。 

七、聯繫協調 

英國首相任命電子部長負責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之相關議題，以協調

電子商業及電子化政府之相關活動。電子部長與其他主要部會首長團隊合

作，擔負傳達政府對電子商業及電子化政府政策之責任。另政府應設立

「e-envoy」任務團隊，涵括「現代化政府白皮書」(Modernising Government 

White Paper)中所提出之電子商務及資訊科技要素。設立「資訊時代管理委

員會以確保部門間之工作可以有效率之進行，並在各主要政府部門設置電

子商務協調聯絡人等。該項工作之主協辦單位包括首相、e-envoy、以及

e-Minister。 

 
 
 
 
 
 
 
陸、結論與建議 
一、傳統的通訊業者、傳媒業者與資訊業者紛紛向外拓展，提供跨領域服務，

甚至跨業經營，電信、媒體與資訊科技整合已然成為全球無可避免的趨勢。

電信、媒體與資訊科技的整合將對人民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各層面產生重

大影響，且政府與決策者在確保整體環境的健全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現行法律是針對傳統上壁壘分明的電信、廣播電視等不同領域而有不同法

律規範，其立法背景與立論基礎大不相同，然而數位科技的出現使各領域

的界限漸趨模糊，規範對象亦由單一國家提升至國際，現存法令的適用性

值得檢討，而法律規範的不合宜與不確定性，將使投資者遲疑並對資訊社

會的健全發展造成傷害。電信、媒體與資訊科技整合不應直接導出另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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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範管制的結論，而應全盤檢討現行法令在整合後是否適宜。 

三、不論使用何種科技傳達資訊，傳播媒體業者永遠扮演著社會中傳達道德、

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角色，為了確保品質與效能，朝著經濟與內容提供這兩

個方向規範較為可行。 

四、網路互連機制為建立通行無阻通訊環境之基礎，係四 C 產業自由化及競爭

規範中的重要議題。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無差別待遇、

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等原則，同時網路互連爭議得由通訊管理機關裁決

之規定。所謂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係指減低管制規範之層級及程度，代

之以競爭及市場之管制機能，但以通訊市場在開放之初係一家供應者享有

極大程度支配優勢地位的情形，實難期完全放任以自由經濟市場機能決

斷，完善的規範機制、專業及公正的主管機關更形重要，當糾紛出現時，

通訊管理機關應有勇氣與決心為公眾利益出面有效解決爭端。我國通訊管

理機關業分別就網路接續原則、網路介接點設置原則、網路互接費用及通

訊費歸屬原則予以規範。另外，對於網路互連協議亦有著墨，規定協議書

應包含的事項及必要時得由電信總局調處。通訊管理機關應妥善運用法律

賦予之權能，確實為建立公平競爭 環境及謀求消費者最大利益奠立實績。 

五、普及服務制度之建立與四 C 產業自由化有直接之關聯且關係自由化終極目

標之實踐。我國應就通訊普及服務(簡稱普及服務)之定義、普及服務提供

者、普及 服務分擔者、普及服務之範圍、成本計算及分攤辦法以及運作管

理 均作成規範，期使四 C 產業更加健全，消費者得真正受惠，且避免事

業經營者間不公平經濟現象之產生。 

六、無線電頻譜為有限的公有資源，為求最大之經濟效益，頻譜之價格應由市

場來決定，透過市場競爭的力量讓使用者頻譜之權利由出價最高人取得，

惟此涉及經濟層面甚廣，應審慎評估市場、產業等各項因素建制公平合理

的配套機制始實施，方為妥適。 

七、業者之間漫遊協定的安排攸關行動通訊市場競爭環境之建立與確保，雖然

漫遊協定為商業上的安排，惟為確保行動通訊市場的實質競爭。漫遊執照

條件規範原則應為：僅作為業者無法達成商業協定時適用之依據；為了協

助新進業者免除其進入市場之不利益；漫遊條件是暫時而非永久的，僅在

新進業者完全建至其自己的第三代行動電話網路之前適用；漫遊費用的收

 31 



取應秉公平無差別待遇之價格原則處理；提供漫遊服務的第二代行動電話

業者對新進業者不得為差別待遇等。 

八、欲提供智慧型網路所提供之多樣化服務之前提，即必須先完成號碼可攜，

此為目前新進固網業者、行動通訊業者及既有業者間整合性服務推展之重

要關鍵之一。然號碼可攜服務影響及涉及層面極廣，並非僅及於網路及相

關硬體架設而已，行動通訊、固網間之號碼可攜、編碼計劃甚或第三代行

動電話間都會出現號碼可攜之問題，主管當局仍必須在其間為號碼可攜服

務之推行而積極協調與奔走。 

九、通訊相關主管機關應得享有競爭法權限，且於行使此等承繼權限之時，必

須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一致且應先行協商，此一競爭事務雙重管理之模式，

既不失打破產業界限廣泛管理之活力，又可確保專精電信產業特殊議題之

優勢，且電信總局處理四 C 跨產業等議題時，亦應時常與新聞局等相關機

關共同諮詢業者及共同提出報告，以建立行政機關最佳統制分工及合作模

式。 

十、現在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媒體形式與內容也與通訊產業有了關聯性，兩者

已發生合流現象，如寬頻網路的發展使網路廣播及企業間電子商務的商機

更形擴大。電子商務的興起也使資訊隱私、加密技術、電子簽名及傳輸內

容等規範立法刻不容緩。政府對通訊法規的制定，不但要保持彈性及技術

中立，與全球電子商務架構整合，而且還要避免過度規範，以便快速因應

多變的四 C 產業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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